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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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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季流動賬。預測158億赤字。前值107億赤字

8月日經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 M I )。前值 51. 9
9 月央行利率決議
8月製造業P M I。預測 49. 7。前值 48. 7
8 月M a r ki t 製造業P M I 。預測 54. 8。前值 55. 3
8 月M a r ki t 製造業P M I 。預測 48. 6。前值 48. 6
8 月M a r ki t 製造業P M I 。預測 53. 2。前值 53. 2
8 月經季節調整失業率。預測6. 4%。前值 6. 4%
8月經季節調整失業人數。前值279. 9 萬人
7月失業率。預測12. 6%。前值 12. 7%
8月M a r ki t 製造業P M I 終值。預測52. 4。前值 52. 4
7 月消費者信貸。預測增加12. 00億。前值增加12. 20億
7月抵押貸款發放金額。前值增加26. 15 億
7月抵押貸款批准件數。預測68. 0 千件。前值 66. 582千件
8月M a r ki t 製造業P M I 。預測 52. 0。前值 51. 9
第2季國內生產總值 ( G D P ) 季率終值。預測+0. 2%。前值 +0.
2%；年率終值。預測+0. 5%。前值+0. 5%
7月失業率。預測11. 1%。前值 11. 1%
第2季GDP季率。前值-0.1%；環比年率。預測-0.9%。前值-0.6%
第2季 6月G D P月率。預測- 0. 2%。前值- 0. 2%
8月經季節調整R B C製造業P M I。前值 50. 8
8 月M a r ki t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 M I ) 終值。前值 52. 9
7 月建築支出月率。預測+0. 6%。前值+0. 1%
8 月供應管理協會 ( I S M ) 製造業指數。預測 52. 6。前值 52. 7；投
入物價分項指數。預測 45. 0。前值 44. 0；就業分項指數。預測 55.
2。前值 52. 7；新訂單分項指數。前值56. 5

馮 強金匯 動向 通脹上揚 配置股優於債

美元兌瑞郎料持續升勢
歐洲央行將於本周四舉行議息

會議，綜合風險後預期歐洲央行
利率決議將傾向於中性。近期金
融市場風險加大，商品價格疲
弱，歐元升值，歐元區二季度增
長數據不佳將阻止歐央行傾向鷹
派。

經濟學家料歐央行延量寬
根據上周的路透調查顯示，調

查中的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歐
洲央行會將延長量化寬鬆的實施
時間。由於擔心大宗商品價格大
跌及近來歐元反彈將使通脹率維
持在低位，估計歐洲央行將刺激
計劃延長至2016年9月之後的可
能性越來越大。歐洲央行實施每
月600億歐元債券購買計劃將近
半年，歐元區的通脹率仍停留在
僅 0.2%的水平， 而且幾乎沒有

很快反彈的希望。歐洲央行首席
經濟學家普雷特上周三暗示，受
中國金融市場動盪風險及對低通
脹的擔憂影響，歐洲央行可能會
通過增加購債額或是延長實施期
限，來加大刺激計劃的力度。
美元兌瑞郎方面 ， 上周四及

周五的高位均止步於 25 天平均
線之前，留意由7月中旬至 8月
中旬的走勢中， 美元亦多次在
25 天線獲見支撐 ， 在前一周跌
破後， 上周的持續反彈又再復
考驗此指標，估計若可突破目前
位於0.9680的25天線， 將見美
元可重返上升態勢 ， 首個阻力
先看 0.98水平，下一級關鍵將
指向0.99 水平，美元兌瑞郎在
8 月上旬已連續多日受制0.99這
個關口，可進一步跨越此區，將
鞏固美元漲勢，預料延伸目標可

至1.00關口以至今年 3月高位
1.0128。下方支持預估為0.96及
200 天平均線0.9540，下一級料
為0.9475。
歐元兌美元上周最低跌見至

1.1155美元，遠低於上周觸及的
七個月高位 1.1715 美元。近期
厭惡風險情緒攀升，觸動了對日
圓和歐元的空頭回補。日圓和歐
元為套利交易的融資貨幣。圖表
走勢所見， RSI 及隨機指數已自
超買區域回落，歐元或仍見下跌
空間，之前一周歐元衝破區間頂
部，最高升至1.1711，但上周兩
日回落，又回探這個區間頂部
1.14，若後市仍處於此區下方，
料歐元將重陷整理態勢，延伸跌
幅可看至1.1150水平，下一級料
為1.10及1.08水平。至於上方阻
力見於 1.1560及1.1620水平。

歐元上周初受制1.1715美元水平阻力
後，持續遭遇到下行壓力，上周五曾反覆
走低至1.1160美元附近1周低位，回吐近
期大部分反彈幅度。雖然歐元本周初略為
回穩，並一度反彈至1.1260美元水平，但
美國聯儲局今年內可能有加息行動，再加
上美國本周五將公佈8月份非農就業數
據，投資者對推高歐元抱有戒心，將繼續
限制歐元反彈幅度。此外，歐元兌日圓交
叉匯價過去 3 周均未能向上衝破位於
138.80至139.00水平之間的主要阻力區後
逐漸掉頭下跌，上周尾段更反覆走低至
135.30附近3周低位，引致歐元兌美元走
勢偏弱。
另一方面，歐盟統計局資料顯示歐元區
7月及8月份通脹年率均處於0.2%，依然
接近零水平，再加上布蘭特原油價格過去
兩個月表現偏弱，上周更下跌至每桶42美
元水平6年半低位，將對歐元區通脹構成
下行壓力，而歐洲央行本周四將舉行貨幣
政策會議，投資者將關注歐洲央行行長德
拉吉在記者會上的發言。原油價格低企，

歐元區通脹溫和，若果德拉吉周四的發言一旦傾
向延長明年9月到期的購債計劃，則不排除歐元
將會進一步延續上周的下行走勢。預料歐元將反
覆走低至1.1100美元水平。

官員論加息 金價轉上落
現貨金價上周持穩1,118美元水平後迅速反
彈，重上1,120美元之上，上周五曾一度走高至
1,140美元附近，不過本周初走勢偏軟，大部分時
間僅活動於 1,129 至 1,135 美元之間。上周
Jackson Hole年會期間，部分聯儲局官員的言論
再度增加投資者對聯儲局今年內加息的預期，稍
為限制金價升幅，而美國本周五公佈8月份非農
就業數據前，金價的波幅將繼續受到限制，預料
現貨金價將於1,115至1,145美元上落。

金匯錦囊
歐元：歐元將反覆走低至1.1100美元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料續於1,115至1,145美元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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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復甦、過熱、停滯性通脹、通
貨再膨脹四個階段最適合投資的資產分別為
股票、原物料、現金、債券。此結論是富達
研究團隊歸納過去歷史實證資料而得。
富達全球經濟學家 Anna Stupnytska 指

出，過去一個月來，儘管全球增長動能位於
擴張領域，但已顯平緩。近幾周來，全球股
市雖受中國金融市場動盪所累，但全球總體
經濟依然未受損傷。預期下半年全球增長攀
升，不過回升的速度相對受到壓抑，因為低
增長/低通脹環境還會持續一段期間。

股市超賣 加碼風險資產
她表示，中國經濟因素無疑地已影
響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行動。她認
為加息議題在12月還會出現在枱面
上，但風險偏向2016年。
在中國方面，Anna Stupnytska指
出，由於中國經濟持續放
緩，截至目前為止，今年所釋
出的政策不足以預防產業衰
退。但令人鼓舞的是，仍有
希望–服務業持續擴張與地
產業正出現一片生機。不過，

中國經濟趨緩與再平衡
仍在進行中，但不如中
國當局預期的順利，也
未能與目標經濟增長一
致，關鍵是勞動市場的
穩定，而這才是中國需
要釋出更多政策的真正
原因。
她說：「中國放寬

人民幣貶值造成全球
市場動盪，使得富達
股市投資人情緒指標
創下2011年夏季以來
最低水平，呈現過度
賣超局面，我們趁勢逢低加碼股票。目前
富達投資時鐘仍位於過熱位置，富達全球
增長動能與通脹指標小幅上揚，支撐我們
加碼風險性資產。」

看好醫保減持科技股
她指出，在資產配置上，近幾個月來，

富達通脹指標勁揚，但主要消費者物價指
數仍趨近於零。在配置上，依然是股優於
債，中立看待大宗商品。在各區市場方

面，持續加碼日本與歐洲，大幅減碼新興
市場與微幅減碼美股。雖已排除9月加息，
但考量未來仍有加息壓力，因而持續減碼
債券，但持續看好信用債。在類股方面，
看好醫療保健類股與非核心消費類股(受益
於低油價與低利環境)；減持科技類股，主
因受累於亞幣貶值；持續調降利率敏感概
念的核心消費部位以及公用類股，以及減
持原物料。至於能源類股，雖持中立看
法，但已趁低檔進一步小幅加碼。

富達投資時鐘方法利
用經濟增長及通貨膨脹
兩項指標將全球景氣循
環區分為四個階段:復
甦、過熱、停滯性通
脹、通貨再膨脹(附圖可
見，四個階段大致依順
時針方向周而復始循
環，因此稱為投資時
鐘)。這兩項指標每月更
新，以預測未來三至六
個月全球景氣循環所處
階段，並據此擬定資產
配置策略，其中因應富
達通脹指標勁揚，
資產配置上依然是
股優於債。

■富達證券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總裁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9月1日（星期二）

The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and entire members of 
its board of directors (“BoD”) hereby guarantee that there’s no significant omission, fictitious description 
or serious misleading of the announcement and would take both individual and joint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truthfulness,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its content.

Important Notice: 
●●  No objection was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1. Convening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Meeting
1.1 Time: On August 31 of 2015
1.2 Place: at the Conference hall of 3rd floor of the Haihang Mansion, No. 7 Guoxing Rd., Haikou City
1.3 Particulars of ordinar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and priority shareholders resumed voting 

right:  
1. Total amount of shareholders and proxie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56
Incl.: Shareholders of A-share 47
 Shareholders of B-share 9
2. Total share amount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4,625,620,107
Incl.: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A-share 4,623,596,974
Total share amount held by the shareholder of B-share 2,023,133
3. Percentage of the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held by the participated shareholders to 
the total amount of shares with voting power (%) 37.97
Incl.: Percentage of A-share (%) 37.95
     Percentage of B-share (%) 0.02
1.4  This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was call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presided by the vice 

chairman, Mu Weigang. Both on-site and on-line vot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The convening and voting of 
the meeting conform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rules,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It is 
legal and effective.

1.5  People Attending the Meeting
① Four of the seven directors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Directors Xin Di, Gu Gang and Deng Tianlin were 

unable to participate as some urgent business detained them.
②The supervisors did not participate the meeting. Supervisor Hu Mingzhe, Tong Fu, Zhou Meng, Li 

Fanghui and Xu Jing were unable to participate as some urgent business detained them.
③ Vice president & secretary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Li Rui participated the meeting. Du Liang (CFO) 

also sat in the meeting.  
2. Deliberation of the Proposal
2.1 Non-cumulative voting proposal
2.1.1 The Report on Aircraft Leasing Transaction with the SPV Company under the Tianjin Bohai Leasing 

Company Limited
Voting result: Passed 
Votes counting: 

Shareholders Affirmative Votes Dissenting Votes Abstention Votes
Votes Percentage

（%）
Votes Percentage

（%）
Votes Percentage

（%）
Shareholder of A-share 595,840,594 99.96 179,500 0.03 6,000 0.01
Shareholder of B-share 2,023,133 100.00 0 0.00 0 0.00

Total 597,863,727 99.96 179,500 0.03 6,000 0.01

2.2 Important event ( Votes of shareholders with less than 5% shareholding percentage)
No. Proposal Affirmative Votes Dissenting Votes Abstention Votes

Votes Percentage
（%）

Votes Percentage
（%）

Votes Percentage
（%）

1

The Report on Aircraft Leasing 
Transac t i on  w i th  t he  SPV 
Company under the Tianjin 
Bohai Leasing Company Limited

597,863,727 99.96 179,500 0.03 6,000 0.01

3. Lawyer’s Witness
3.1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witnessed the convening of this meeting.
Witness lawyers: Shi Nianqing and Xu Zhihao
3.2 Opinions of the Lawyer: Shi Nianqing and Xu Zhihao, lawyers of the Grandall Legal Group (Shanghai) 

issued the Legal Opinion. The convening, procedures of the meeting and qualifications of shareholders and 
their proxies conform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and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Listing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The resolution of the meeting is legal and 
effective. 

4. Documents for Reference 
4.1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Meeting 
4.2 Legal Opinion on this meeting signed and stamped by the director of the Law Firm witnessed. 
4.3 Other documents.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Sept. 1, 2015

THE ANNOUNCEMENT OF RESOLUTION OF GENERAL MEETING
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

證券代碼：A 600689 　　　　　證券簡稱： 上海三毛　　　　編號：臨2015—058
　　　　　B 900922  　　　　　　　　　　 三毛B股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監事會2015年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監事會2015年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5年8月28日在公司會議室以
現場方式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監事5名，實際出席4名，監事顧順良委託監事張萍女士代為行使表決權。會議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等有關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會議經審議通過了以下議
案：

一、《關於公司發行股份（A股）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符合重大資產重組條件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二、《關於公司本次發行股份（A股）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方案的議案》（逐項表決）
（一）本次交易的總體方案
本公司擬以發行股份（A股）及支付現金的方式購買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以下簡稱「交易對方」）合計

持有的昆山萬源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源通」）100%股權，交易價格為33,000萬元。其中以發行
股份方式購買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合計持有的萬源通82.42%的股份，共發行股份2,821.58萬股支付交易對價
27,200萬元；以支付現金的方式購買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合計持有的萬源通17.58%的股份，共支付現金5,800
萬元。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萬源通100%股權。
同時，公司擬向不超過10名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16,000萬元。本次

募集配套資金中的5,800萬元將用於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現金對價，不超過8,000萬元用於補充公司流動資金，剩餘部
分將用於支付本次併購交易稅費等併購整合費用。本次擬募集配套資金不超過本次交易價格的100%。

本次交易不以募集配套資金的成功為前提，募集配套資金的成功與否不影響本次交易的履行及實施。如募集配
套資金未能實施，本公司將自籌資金支付該部分現金。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
1、交易對方
本次交易對方為萬源通的全體股東，即王雪根、施亞輝、汪立國三名自然人。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標的資產
本次交易標的為交易對方持有一體化整合後的萬源通100%股權。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3、標的資產的價格及定價依據
本次交易中萬源通100%股權交易價格將以具有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評估機構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銀信評估」）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中確認的標的資產的評估值為參考依據，並綜合考慮萬源通財務和業務狀況
及發展前景、未來盈利能力等各項因素協商確定。

根據銀信評估出具的銀信資評報[2015]滬第0248號《評估報告》，本次交易中評估機構採用資產基礎法和收
益法對標的資產進行評估，並採用收益法評估結果作為最終評估定價依據。以2015年3月31日為評估基準日，萬
源通100%股權以收益法評估的評估值為人民幣33,645萬元，在此基礎上協商確定萬源通100%股權的交易價格為
33,000萬元。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4、發行股份的種類及面值
本次發行的股份為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5、發行方式、發行對象及認購方式
本次發行股份的發行方式為非公開發行。
發行對象為交易標的萬源通股東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
交易對方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以其持有的萬源通股權認購公司本次擬發行的股份。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6、定價基準日、發行價格及定價依據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定價基準日為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2015年第四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日。
本次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發行價格為9.64元/股，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1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的

90%。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 公司如有發生派息、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息、除權行為，將按照上
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則對上述發行價格作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7、發行數量
本次交易標的資產的總體評估值為人民幣33,645萬元，經交易各方協商的交易價格為33,000萬元。其中27,200

萬元部分以股份支付，按照本次發行價格9.64元/股計算，本次購買資產股份發行數量為2,821.58萬股。
在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將按照上交所的

相關規則對上述發行數量作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8、鎖定期安排
交易對方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以資產認購而取得的上市公司境內人民幣普通股（A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個月內不得轉讓。自該等法定限售期屆滿之日起及之後每滿12個月，在完成利潤承諾或相應的盈利補償的情況
下，應當按照20%、30%、30%和20%的比例分期解鎖。同時，前述各方承諾由於本公司送紅股、轉增股本等原
因而增持的本公司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諾。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9、擬上市地點
本次發行的股票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10、標的資產自評估基準日至交割日期間損益的歸屬
評估基準日2015年3月31日至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標的資產過戶至本公司名下的工商變更登記之日的期間，為本

次交易的過渡期。本次交易各方同意，標的股權交割後，過渡期間標的資產所產生的盈利由本公司享有，虧損由交
易對方以現金方式補足。具體補償金額由本公司聘請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審計機構進行交割審計確認。交易對方承
諾過渡期內不進行任何形式的利潤分配。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三）募集配套資金方案
1、發行股份的種類及面值
本次發行的股份為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2、發行方式及發行對象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資金擬以非公開發行的方式向不超過10名的特定投資者發行股份。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3、定價基準日、發行價格及定價依據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所涉發行股份的發行價格的定價基準日為發行期首日。按照《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

和《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等相關規定，該價格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的
90%，最終發行價格將通過詢價的方式確定。定價基準日至發行日期間，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資本公積金轉增
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將按照上交所的相關規則對上述發行股份價格作相應調整。

最終發行價格將在公司取得中國證監會關於本次發行的核准批文後，按照《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和
《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等相關規定，根據競價結果由公司董事會根據股東大會的授權與本次交易的
獨立財務顧問協商確定。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4、募集配套資金總額及發行數量
本次擬募集配套資金不超過16,000萬元。在該範圍內，最終發行數量將由董事會根據股東大會的授權與本次交

易的獨立財務顧問協商確定。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5、鎖定期安排
公司向不超過10名符合條件的特定投資者非公開發行股份的鎖定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轉

讓，此後按照中國證監會與上交所現行相關規定辦理。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6、擬上市地點
本次發行的股票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7、募集配套資金投向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中的5,800萬元將用於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現金對價，不超過8,000萬元用於補充公司流動資

金，剩餘部分將用於支付本次併購交易稅費等併購整合費用。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滾存未分配利潤安排
本次發行完成後，為兼顧新老股東的利益，由本公司新老股東共同享有本次發行前的滾存未分配利潤。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五）決議的有效期
本次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決議的有效期為自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本次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

募集配套資金相關方案之日起12個月。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本次發行股份（A股）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方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

審議通過以及本次交易的評估報告獲得重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的備案及中國證監會核准後方可實施。
本議案全部子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逐項審議批准。
三、《關於本次交易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關於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2014年修訂）>相關條款規定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 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五、《關於本次交易不存在<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不得非公開發行股票的情形的議

案》
表決結果：同意5 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六、《關於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本次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的交易對方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在本次交易前與本公司及公司關聯方之

間均不存在關聯關係。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七、《關於<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重大資產重組報告書（草案）>及其摘要的議

案》
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關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

問題的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公司編制了《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
暨重大資產重組報告書（草案）》（以下簡稱「《報告書》」）及其摘要。（《報告書》全文詳見同日刊登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公告）

公司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擬定的《報告書》及其摘要。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八、《關於簽訂<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協議>的議案》
同意公司與交易對方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簽訂《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協議》。（《發行股份及支

付現金購買資產協議》全文詳見同日刊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九、《關於簽訂<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協議之盈利預測獎勵及補償協議>的議案》
同意公司與交易對方王雪根、施亞輝和汪立國簽訂《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之盈利預測獎勵及補償協

議》。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十、《關於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說明》
公司已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就本次交易相關事項，履行了現階段必需

的法定程序，該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對

本次交易相關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公司向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證監會提交的法
律文件合法有效。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十一、《關於本次交易相關審計報告、評估報告及盈利預測審核等報告的議案》
審計機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對本公司及昆山萬源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相關會計年度的財務數

據及財務指標進行了審計，並出具了以下報告：
1、對本公司2014年度、2015年1-3月的財務數據及財務指標出具了信會師報字[2015]第114886號《審閱報告

及備考財務報表》；
2、對本公司2015年1-3月的財務數據及財務指標出具了《審閱報告及財務報表》（信會師報字[2015]第

114967號）；
3、對本公司出具了《2015年度備考合併盈利預測審核報告》（信會師報字[2015]第114154號）；
4、對萬源通2013年度至2015年1-3月的財務數據及財務指標出具了信會師報字[2015]第151497號《審計報告

及財務報表》；
5、對萬源通出具了《2015年度盈利預測審核報告》（信會師報字[2015]第151050號）；
6、對萬源通及上海萬正線路板有限公司2013年度至2014年度模擬合併出具了信會師報字[2015]第151055號

《專項審計報告及財務報表》。
評估機構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對本公司擬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所涉及的萬源通股東全部權益價值進

行了評估，並出具了銀信資評報[2015]滬第0248號《評估報告》。
公司監事會同意並批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及銀信資產評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相關審計報告、審

閱報告、評估報告和盈利預測審核報告用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信息披露並根據監管部門的要求作為向其提交的申
報材料。(相關報告詳見同日刊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十二、《關於評估機構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的相關性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
的議案》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公司監事會對本次交易所選聘的評估機構銀信資產評估
有限公司的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評估方法和評估目的的相關性及評估定價的公允性分析如下：

（一）評估機構的獨立性
公司聘請的銀信評估具有證券、期貨相關資產評估業務資格。本次評估機構的選聘程序合法合規，評估機構及

其經辦資產評估師與公司及交易對方、標的資產不存在影響其提供服務的現實以及預期的利益關係或者衝突，具有
充分的獨立性。

（二）評估假設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交易相關評估報告的評估假設前提符合國家相關法規規定、遵循了市行慣例以及準則、符合評估對象的實

際情況，評估假設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評估方法與評估目的的相關性
本次評估的目的是確定標的資產於評估基準日的市場價值，為本次交易提供價值參考依據。銀信評估採用了資

產基礎法和收益法兩種評估方法對標的資產價值進行了評估，並且最終選擇了收益法的評估值作為本次評估結果。
本次資產評估工作按照國家相關法規與行業規範的要求，遵循獨立、客觀、公正、科學的原則，按照公認的資

產評估方法，實施了必要的評估程序，對交易標的在評估基準日的市場價值進行了評估，所選用的評估方法合理，
與評估目的的相關性一致。

（四）評估定價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涉及的標的資產作價是以具有證券、期貨相關資產評估業務資格的評估機構作出的評估結果為依據，

標的資產定價合理。
綜上所述，公司監事會認為本次交易所選聘的評估機構具有獨立性，評估假設前提合理，評估方法和評估目的

具有相關性，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的評估結論合理，評估定價公允。
表決結果：同意5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關

於規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監事會對公司實際情況及相關事項進行
認真的自查論證後，認為公司符合上述法律、法規規定的實施本次發行股份（A股）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
套資金的要求和條件。同意將上述議案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上海三毛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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